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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单增长快 生产不停歇
启东高新区（近海镇）企业“火力全开”赶工忙
今年年底目标实现产值翻番。
在江苏康耐特光学有限公司镜片
制造部六部浇注室里，工人们正在忙碌
生产。春节期间，该公司 90%以上的外
省员工留启过年，部分员工坚持加班生
产。因为春节没停工，公司产值同比增
长了 1200 万元。
江苏康耐特光学有限公司专业生
产和销售新型硬树脂光学眼镜片，在国
内外市场享有良好的声誉，是世界眼镜
市场中国最大的供应商之一，产品远销

欧美东南亚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康耐
特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春辉介绍：
“ 去年
公司实现产值 6 亿多元，今年计划增幅
15%。相信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，这
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。
”
为响应政府号召，上海西西艾尔启
东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100 多名外地员
工留启过年，大年初四便开始恢复生
产。由于客户的订单比较多，目前公司
的流水线已经开足马力赶工。
上海西西艾尔启东日用化学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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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批准江苏 106 名同
志享受政府特殊津贴

耕耘春光里 奋进正当时

本报讯 2 月 20 日上午，在柳工建
机江苏有限公司装配车间内，工人们忙
碌地装配零部件。
“目前在手订单有 1 亿
多，外省员工都就地在启过年，年初三
就开始加班加点赶工了。”公司党支部
书记熊华说。
柳工建机江苏有限公司主要生产
拖泵、车载泵等泵送系列产品和混凝土
搅拌站、干粉砂浆搅拌站等使用的搅拌
机械，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和东南亚地
区。下阶段公司准备进一步扩大产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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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主要致力于化妆品、日用化学
品、消毒剂品的研发生产，客户包括宝
洁、欧莱雅、联合利华、汉高、3M 等跨国
企业，以及家化、贝泰妮等国内行业巨
头。记者了解到，公司去年完成 6.2 亿元
销售额，今年在手订单平均每月近 6000
万元，
预计全年可实现销售 7 亿元。
据悉，目前，高新区（近海镇）90%
左右企业已投入正常生产。
（融媒体记者 潘瑾瑾 袁嘉璟 施
彦佟）

拓市场
增效益

我市陈陶阳
获此殊荣
本报讯 江苏省人社厅近日发布通知，国务院批
准江苏 106 名同志为 2020 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
员，我市的陈陶阳获此殊荣。
政府特殊津贴制度是党中央、国务院关心爱护
和凝聚激励广大专业技术人才、高技能人才，加强高
层次、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。享受政
府特殊津贴人员，国家将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证书，每
人一次性发给 2 万元津贴，由中央财政专项列支拨
款，免征个人所得税。江苏省将为充分发挥享受政府
特殊津贴人员的作用创造条件，支持他们在科技创
新、成果转化、人才培养、决策咨询、科学普及等方面
发挥积极作用。
陈陶阳,1984 年毕业于南通医学院医疗系。从穿
上白大褂的那天起，陈陶阳便以不断提高医技水平、
解除患者痛苦为己任。在担任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和
眼科主任期间，他自行独立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摘
除人工晶体植入术、囊外摘除后房型人工晶状体植
入术，还分别开展各类视网膜外垫压、冷凝、环扎、球
内注气术和各类青光眼手术、眼部整形术等。他作为
课题第一负责人开展的“超声乳化人工晶体手术结
合中医药治疗白内障的研究和应用”
“cc 角膜塑形配
合穴位按摩治疗近视的研究和应用”两个项目，分别
获市科技进步二、三等奖。陈陶阳在担任启东肝癌防
治研究所所长期间，作为课题负责人，他主持了国家
“十五”重大科技攻关课题“肝细胞癌的免疫预防研
究”，该课题是国家唯一一项从“六五”到“十五”滚动
资助的项目。另外，他主持的国家“863”子课题“肝癌
发生及转移的分子机制研究”、
“ 黄曲霉毒素暴露的
化学预防研究”
等项目也取得了显著进展。
（融媒体记者 陈艺文）

提服务品质
优营商环境
我市税务局荣获全国税务
系统文明单位称号
2 月 19 日是林洋能源公司节后复
工首日，生产车间热火朝天，工人们开
足马力赶订单。今年企业进一步拓展市
场，效益将实现新的增长。
融媒体记者 姜雨蒙摄

金鑫家庭农场从年初三起就为小麦追肥、除草，加强田间培管——

搭好丰产架子
融媒体记者 韩银平 卢靓
2 月 19 日，位于东海镇的金鑫家庭
农场里，连片的小麦地长势喜人。农场
主朱云飞驾驶着农机穿梭在田间喷洒
农药，一道道雾状药剂如毛毛雨般均匀

新春

走基层

地喷洒在田间。
人勤春来早，农事催人忙。随着气
温回升，冬小麦开始返青，正是加强田
间管理、搭好丰产架子的关键时期。抢
农时、抓春耕，不负春光好时景，成为眼
下庄稼人最重要的心头事。从年初三
起，朱云飞便开始在麦田里忙碌，组织
人手进行追肥和除草。
“ 这个时间节点
很重要，季节不让人，为了确保小麦高
产，必须要赶时间追肥、除草来壮苗。”
朱云飞说。

据悉，金鑫家庭农场创办于 2014
年 ， 是 东 海 镇 首 个 家 庭 农 场 。 2016
年，该农场被评为省级示范家庭农
场。目前，农场种植规模超 1000 亩，
实行水稻与小麦轮作种植，年收入近
30 万元。
今 年 ，农 场 的 冬 小 麦 整 体 长 势 良
好，生长发育较均衡，田里的麦苗已经
有 20 厘米高了。朱云飞告诉记者：
“这几
天天气好，气温回升快，小麦长得也快，
照这个长势，亩产 700 斤没有问题。”接

下来，朱云飞将继续抢抓农时，做好小
麦春季田间管理，夯实丰收基础，确保
丰产丰收。
“4 月份以后，再施一次肥料，
喷一次药水，基本上可以保证小麦产量
了。
”朱云飞说。
为确保春耕生产顺利推进，东海镇
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根据当前小麦
生长情况，组织农技专家开展春季田间
管理的科学指导，利用微信群提醒种植
户及时掌握小麦田间生长情况，做好追
肥、除草等工作，不误农时，
确保丰收。

南通二建 2020 年实现量质并举

第 8 次包揽三个国家级奖项
本报讯 2 月 22 日，位于金融建筑产
业园的南通二建商办楼项目建设现场，施
工人员忙着加紧施工，现场一片热火朝天
的忙碌场景。
二建商办楼项目用地面积 17749.71
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 96469.84 平方米，由
A、B 两幢塔楼（地上 21 层）、裙房 4 层、地
下 2 层组成，建筑总高 95.58 米。目前，该
项目已经进入装修阶段，预计明年 7 月份
正式投入使用。
2020 年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，江苏
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以变应变、创新笃
行，企业总产值、施工产值、新签合同额等
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均实现了增长。其中，
全年完成企业总产值 860.3 亿元，同比增
长 16.1％；完成施工产值 789.5 亿元，同

比 增 长 15.9％ ，占 启 东 建 筑 业 总 量 的
守住阵地确保海外稳产，推动企业
业、全国工程建设诚信典型企业等称号。
60.1％；实现新签合同额 612.5 亿元，与去
全面发展。针对疫情更为严重的境外市
新获鲁班奖 1 项、国优奖 1 项、詹天佑奖 3
年持平，占启东建筑业总量的 64.4％；上
场，南通二建各涉外事业部在集团的统
项，第 8 次包揽三个国家级奖项。目前，南
缴 启 东 地 方 税 收 5.6 亿 元 ，同 比 增 长
一部署下，指导施工人员加强自我保
通二建三大奖的总数达 63 项，遥遥领先
14.8％。
护，严格实施项目封闭式管理，确保了
国内同类企业。
抢抓复工复产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
经营生产的正常开展。2020 年，海外公
下阶段，南通二建将进一步突出高质
打下基础。南通二建各区域公司建立了前
司在建施工总面积达到 122 万平方米，
量平台的规模和经济效应，在
“时”与
“势”
后方联防联控、上下级联通联动的网格化
同比增长 21％；施工总产值达到 20.5 亿
的把握中把发展的动能激发出来；进一步
高效工作机制，在科学抓好疫情防控的同
元，新签合同额 15.1 亿元，与 2019 年基
突出高质量平台的集聚和溢出效应，在
时，各单位争分夺秒统筹推进复工复产，
本持平。
“稳”与“进”的开拓中把发展的潜力激发
多措并举
“点对点”接运外地员工返岗，南
与此同时，众多获奖作品让企业品牌
出来；进一步突出高质量平台的激励和示
方、北方项目分别于 3 月底、4 月底全面复
效应再次放大。2020 年，南通二建斩获
范效应，在
“危”与
“机”的转换中把发展的
工。同时，切实做好疫区敏感往返、员工聚 “全国文明单位”殊荣，首捧“工程建设行
信心激发出来，朝着企业产值超千亿元的
集场所、海外重点项目防控工作的闭环管
业诚信建设‘十佳’案例”荣誉，蝉联中国
目标奋勇前进，确保“十四五”开好局、起
理，做到可知可控、精准防控，有效提升了
企业 500 强（281 位）、中国承包商 80 强
好步。
疫情突发应对能力。
（12 位）、全国工程建设 AAA 信用等级企
（融媒体记者 黄燕鸣）

本报讯 近日，国家税务总局公布全国税务系统
文明单位名单，我市税务局光荣上榜，是南通市税务
系统此次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。
去年以来，市税务局全力落实支持疫情防控和
经济社会发展减税降费政策，税收优惠惠及 8600 户
纳税人，
社保费免缓惠及 5800 多家企业，
助力我市率
先实现复工复产。该局积极落实“第一书记”制度，强
化党委委员领衔领办制，
成立大项目办，
全年对 207 家
大企业、51 个大项目开展调研走访，协调解决复杂问
题 83 个，
积极消除疫情因素对纳税人造成的影响。
同时，
市税务局构建
“主办税大厅集约服务主导，
办税服务点延伸服务，社会化征收网点协同服务”的
实体办税矩阵，
全面执行
“最多跑一次”
事项 155 个，
其
中
“全程网上办”
事项 145 个，
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实现
线上办理，不见面办理率达 90%以上，让“跑一次”为
上限，
“网上办”
为常态，
“非接触”
为习惯。
此外，市税务局全力攻坚“1+5”新征管体系示范
点建设，牵头建立健全“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税务主
责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”的全市税收协同共治格局，
提请市政府召开了全市税收协同共治工作推进会，
出台了《启东市关于进一步强化税收协同共治工作
的意见》，将税收协同共治工作纳入政府高质量发展
考核体系。
（通讯员 包黄佳）

文明安全祭扫“有事好商
量”工作座谈会提出

宣传全覆盖
管理全方位
本报讯 2 月 22 日上午，市文明办、民政局利用
政协
“有事好商量”
协商议事室，
在市行政中心科技楼
召开全市文明安全祭扫
“有事好商量”
工作座谈会。
会议听取了汇龙、近海、南阳、东海等 6 个镇分管
民政工作的领导关于文明安全祭扫工作的情况汇报和
元宵节文明安全祭扫的建议。
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对6
个镇的文明安全祭扫工作进行了点评，
并提出了要求。
会议强调，各镇、园区要进一步明确目标，全面
做到三个“双”，即双减、双禁、双互；要从真正用好有
事好商量平台、真正宣传到每家每户、真正抓好墓区
现场管理等方面进一步落实措施。要进一步落实评
估工作，
加强现场督查，加强走访群众等工作。
（融媒体记者 陈天灵 王泉 施彦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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